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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卻些許的冷清和落寞，輕啟略
顯厚重的心扉，讓噓寒問暖的陽光探
進來。立冬節氣前腳剛走，小雪節氣
娉婷而來。

小雪節氣，是二十四節氣中的
第20個節氣。《群芳譜》裡說：「小
雪氣寒而將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
也。」在以往的印象中，初雪總是悄
無聲息，應節氣之約而來，承載的是
冬日的盛情。她給人們帶來驚喜，但
總會在倏忽之間融化，一如她晶瑩剔
透溫柔可人的名字。

小雪節氣，最傳神、最惹人愛
憐的，在于這一個「小」字。小雪節
氣，像極了一位叫作雪的女子，她楚
楚動人靜美空靈，與綿長雋永的光陰
合一，與千年傳唱的愛情合一。

這個時節，寒意像黃昏一樣鋪展
開來。當一切的繁華退去，天地萬物
呈現出少有的空曠與靜謐，袒露出原
始的肌膚……它有著北宋繪畫大師範

寬畫作氣魄雄偉、境界浩莽的章法和節奏。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此

刻，有著凜然傲骨的菊花，還在彰顯它骨子裡的
烈性，抵禦著風刀霜劍的考驗。但隨著寒冷步步
緊逼，它注定難逃枯萎衰敗的宿命。最終會風乾
成美麗的標本，拽疼我們愛憐的目光。

每一個節氣裡，都遊走著季節紋理清晰的脈
絡；每一個節氣裡，都蘊含著迥然不同的生活氣
象；每一個節氣裡，都浸潤著濃郁醇厚的感情色
彩。

小雪節氣，蘊含著一些懷舊的情緒，以及一
些浪漫的記憶。而這一切，都會在天寒地凍的日
子裡，被悄悄喚醒。時光如白駒過隙，無論歲月
怎樣流逝，總會時不時的，讓你在某個時刻想起
故鄉、想起孩提時代冰天雪地中的快樂。

與一場初雪相遇，需要一年漫長焦渴的期
盼。一場心心唸唸的重逢，才不辜負365天的等
待。實際上，讓人如此著迷的不是雪的本身，也
不是銀裝素裹的景象，而是初雪降臨時，那些看
似由表及裡的變化。

俗話說：「小雪雪滿天，來歲必豐年。」小
雪節氣一過，接踵而來的就是大雪。

天氣會變得越來越薄涼，但是一顆熱愛美好
生活的心，依然那麼滾燙。第一朵盛開的雪花，
就是冬天美麗的信使，她引領著我們，向著希望
和溫暖出發。

唐代詩人戴叔倫曾在《小雪》一詩裡寫道：
「花雪隨風不厭看，更多還肯失林巒。愁人正在
書窗下，一片飛來一片寒。」一朵雪花就是一個
念想。一千朵雪花，就是一千種風情。此刻，我
要在一張鋪開的宣紙上，構思一場紛紛揚揚的大
雪。我要留下一塊巨大的留白，靜心等待，雪花
的次第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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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粥裡的母愛
楊麗麗

我愛喝小米粥是從小養成的習慣，
小時候我脾胃不好，總是消化不良，母
親聽說小米粥可以養胃，就天天變著花
樣給我熬小米粥喝。

小 米 都 是 自 家 種 的 。 母 親 怕 外 面
買的小米施了化肥，打了農藥降低小米
粥的口感和營養，就在自家地裡種了幾
分地的小米，堅持不打農藥，只施農
家肥，那打下來的小米真是金燦燦的好
看，熬出粥來更是黏稠油亮。

母親捨得再熬粥上下功夫，母親說
粥好不好喝火候很重要。還記得兒時，
我們在院子裡跳格子，母親就在廚房裡
熬小米粥，那灶膛裡紅紅的火苗映紅了
母親的臉，母親守在灶火前一會看看院
子裡玩耍的我們，一會看一看鍋裡溢著
香氣的小米粥。母親說熬粥先要用大火
燒開，再轉成文火慢慢熬煮，期間還要

時不時的攪拌一下，防止糊了鍋底。母
親揭開鍋蓋輕輕攪拌起鍋裡的小米粥，
院子裡立馬就氤氳著小米粥的香氣，引
得我們時不時跑到廚房問一下：「真香
啊，小米粥好了嗎？」母親總是淡淡一
笑：「你們這些小饞貓，快去洗手吧，
馬上就好。」

母親熬的小米粥火候掌握的恰到好
處，那小米粥熬得油汪汪黏稠稠的，有
時候裡面加了南瓜，有時候加了大棗，
還有時候加了地瓜，喝起來甜甜的，糯
糯的。母親對我格外照顧，還會在我的
小米粥裡再加一勺紅糖，拿勺子攪一
攪，那紅糖慢慢的一圈圈暈開來，暈染
的那碗小米粥就更加香甜了。舀一勺吃
進嘴了，紅糖的甜，小米的香在我舌尖
開了花，那美妙的滋味讓我至今難忘。

母親為了給我養胃，一直沒有間斷
給我熬小米粥喝，即使我慢慢長大，母
親還會每天給我熬上一碗小米粥做我的
宵夜，而我的腸胃也在母親那一碗碗小

米粥的滋養下越來越好。後來我外出求
學，離開了家鄉，想家時我也會學著母
親的樣子熬出一碗又一碗小米粥，可是
我總覺的我熬出的小米粥裡少了一些味
道，離家多年，我骨子裡念念不忘的還
是母親熬得小米粥，那香甜軟糯的滋味
已經深深印進了我的身體裡。

我懷孕生子那年，母親不顧勞累，
千里迢迢，從老家帶了兩袋子小米來到
我居住的城市照顧我坐月子，看著母親
花白的頭髮，因舟車勞頓而疼痛的雙
腿，我心疼的厲害：「媽，這邊超市也
有小米賣，你帶這麼多小米多累啊。」
母親卻說：「那一樣嗎，這小米是自家
種的，乾淨衛生，營養好，熬成粥配著
月子餐下奶更快。」看著母親端來的油
汪汪的小米粥，我又回憶起了兒時的日
子，還是一碗小米粥加一勺紅糖，我知
道母親的愛就像這碗小米粥一樣，在歲
月的熬煮中會越來越濃厚，越來越香
甜。

野菊花開冷香來
孫克艷

進入深秋，大地便呈現一派蕭條之氣。百花早已謝了枝
頭，形容枯槁；即使草木仍有綠意，然而那綠意卻侵染了萎靡
與頹敗，沒了春天的生機與夏季的熾烈。此時，「寒花開已
盡，菊蕊獨盈枝」，正是賞菊的日子。

菊花品種繁多，色彩斑斕。多數菊花都頗有「花中君子」
的風姿，清瘦雅致，不嬌不媚，很有風骨。不論是一枝花的孤
寂，還是「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鋪張，菊花
都和「熱烈」無關，與「喧囂」無緣。只有野菊花，是個例
外。

野菊花，是最不像「菊花」的菊花。它們是叢生的，一簇
簇一片片，連綿逶迤，金燦燦的色彩衝進人們的眼簾，像一片
金色的海洋，妖嬈而眩目，濃重而奔放。

在枯黃的山坡上，在空曠的田野裡，在陡峭的山石間，
招搖而別緻，像梵高的《向日葵》那般明艷而張揚，絢麗而狂
野，直擊人的心靈。

然而，當你蹲下身來，仔細地端詳時，卻發現，每一朵
小小的野菊花，都是那麼的樸實而純淨，簡單而純粹，既不矯

揉造作，也不風騷
嬌艷，就像深山裡
奔瀉不止的清泉那
般清澈，又像它根
下的土地那般樸實
穩重。它既沒有誘
人的甜膩，也沒有
繽紛的色彩；簡潔
的花瓣，單調的色
澤，和苦澀中隱約
的清香，是它最大

的特徵。
野菊花，以集體和個體的姿態，分別詮釋了熱烈奔放與素

淨清雅這兩種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悖的韻味，著實有趣。
野菊花，是最像「菊花」的菊花。陶公一句「采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道盡了悠然的田園之樂和飄逸的隱逸情
趣。沒人追問，陶公所採之菊，為哪個品種哪種色彩。某暗自
揣度，大約是野菊。或者說，只有野菊花，才能道盡陶公心中
所想，才能淋漓盡致地體現那種無言以表的情懷與超脫。

你看，在無垠的野外，野菊花像商量好似的，熱熱鬧鬧
地綻放了，漫山遍野，隨風飄搖，把山野都點燃起來了，似一
片黃色的煙花。你不在，它們是如此熱鬧；你來，它們不卑不
亢。連同無垠的田野和山坡，成為深秋裡艷麗而持久的一幅
畫。

野菊花的習性和特徵，決定了它只能是生長于野外的花，
而不是在逼仄的庭院裡，更不是在侷促的花盆裡；那樣的環
境，養不好野菊花，更養不出它的風韻。但是，在野外，即使
是在貧瘠的岩石裡，野菊花也能開出灼烈的花朵。誠如古詩所
云:「晚艷出荒籬，冷香著秋水。憶向山中見，伴蛩石壁裡。」

漫山的野菊花，是大地進入冬季前的最後一次繁華。在瑟
瑟秋風中，伴著明媚的秋陽，空曠而靜默的山野中，寂寞的路
邊，開著一叢或一片清雅的野菊花，像油畫一般燦爛，瞬間就
吸引了路人的目光，令人拋棄塵俗紛擾，只為這一抹色彩而驚
艷，只為這一簇繁花而傾心。

野菊花的海洋，飄逸著恬淡的幽香，沁人心脾，讓人心中
一片澄明。拈一朵野菊花在手，插一束野菊花在鬢間，悠悠地
吟哦一首菊花詩，只覺得天高雲淡，神思曠達。有如此盛景，
不負深秋。

離開那片花海，衣衫上便沾染了野菊花的氣味，淡淡的
苦澀中夾雜著一縷隱隱的清香。將採來的野菊花，插進乾淨的
花瓶，整個房間便立即生動起來，空氣中飄逸著一縷山野的清
新，那便是深秋的味道。

衝出烏蒙闖勝途：雲南鎮雄縣的脫貧突圍
　　新華社昆明11月29日電 　56萬！這是我
國貧困人口最多縣、雲南省鎮雄縣的建檔立
卡貧困人口總數。
　　84年前的1936年2月，紅軍在這裡打響了
烏蒙山迴旋戰，徹底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
衝出烏蒙山，走向勝途。
　　今天，鎮雄廣大幹部群眾在脫貧攻堅戰
場決戰決勝，以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反貧困
的勝利。

萬名幹部結對幫扶拔「窮根」
　　前不久，場壩鎮巴溜村貧困戶馬超光在
家中早產，救護車一時半會兒到不了，萬分
危急之際，家人首先想到的是鄧醫生。鄧醫
生叫上村醫，抓起簡易待產包，趕到馬超光
家裡，立即對產婦和嬰兒做保暖、消毒等處
理，隨後聯繫縣醫院並送去做進一步檢查，
最終母女平安。
　　群眾口中的鄧醫生，是鎮裡下派的駐村
扶貧工作隊員鄧雪梅，曾在鎮衛生院工作多
年。5年前，她來到這個有著1411名貧困戶的
村子——烏蒙山迴旋戰中紅軍指揮部遺址所
在地。
　　臨近黃昏，47歲的鄧雪梅沿著蜿蜒山路
走村入戶。「大家都很喜歡鄧醫生，有困難
就找她。」村民李富麗說，鄧醫生常說，我
們村是革命老區，當年老一輩艱苦奮戰、不
怕犧牲，如今面對貧困，我們要發揚長征精
神，靠自己拼和幹，把日子越過越好。
　　鄧雪梅是鎮雄萬名下沉一線扶貧幹部中
的普通一員。
　　鎮雄1986年就被列為國家重點扶持特困
縣，農村貧困發生率一度高達91.03%。到
2016年，全縣171萬人口中，確認的建檔立卡
貧困人口仍有56萬，30個鄉鎮（街道）中有
20個貧困鄉鎮，263個村（社區）中有235個

貧困村。
　　鎮雄縣屬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人均耕地
不足1畝，交通閉塞，產業匱乏，水源短缺，
一些村子到省會昆明需要兩天時間。
　　為啃下貧困的「硬骨頭」，鎮雄在「五
個精準」上狠下功夫：完成全縣32萬戶143
萬農村常住人口全覆蓋調查，精準識別貧困
戶；建立縣級脫貧攻堅項目庫，精準實施項
目；規劃易地扶貧搬遷、農村危房改造、產
業扶貧等11個項目，做到精準到村到戶；統
籌整合專項扶貧資金、涉農資金、掛鉤幫扶
資金等，強化監管，精準使用；推動各級扶
貧幹部常態化入戶走訪，根據貧困戶實際情
況精準制定237個村的到戶到人幫扶方案。
　　此外，累計選派42名縣處級黨員幹部擔
任30個鄉鎮（街道）「黨委第一書記」。中
央部委、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共下派
2300多名幹部駐村作戰督戰，共有10341名幹
部開展結對幫扶。
　　鎮雄縣縣長張洪坤說：「摘掉貧困帽
子，要靠50多萬幹部群眾齊心協力拼，沒有
捷徑可走。」

各方幫扶補齊最弱的短板
　　46歲的貧困戶馮登友，是鎮雄6萬多搬入
新居的貧困群眾一員。在教育扶貧政策幫扶
下，他的三個兒子順利完成大學學業。
　　馮登友老家中屯鎮齊心村只有一條泥巴
路，到鎮上要走兩個小時，全家人擠在透風
漏雨的茅草房裡，吃水要到3公里外背，家裡
常年吃的是苞谷和洋芋。他抽出紙巾擦著淚
說：「我當時學習是班級前幾名，但因為家
裡窮沒能念下去。以前特別恨我爸，直到有
了孩子，才知道貧窮真可怕。」
　　齊心村貧困發生率一度高達54%，這幾
年在各方幫扶和全村村民不懈奮鬥下，齊心

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組通了水泥
路，戶戶有了自來水，人人住進安全房，果
桑產業近1000畝，小孩都能就近入學。
　　鎮雄縣扶貧辦副主任吉章旭介紹，2014
年以來，中央和雲南省累計投入項目資金317
億元，各有關單位和對口幫扶城市積極幫
扶，僅東莞市就投入資金2.7億元，各方共同
幫助鎮雄逐步補齊了「鍋底」短板。
　　——實施3300項農村飲水安全工程，126
萬人飲水安全得到保障；
　　——完成4.1萬餘貧困戶農村危房改造，
61個安置點讓1.4萬多貧困戶住進新房，全縣
11萬多貧困戶實現住房安全保障；
　　——硬化通村公路1721公里、村組路
4221公里，所有行政村和半數以上的村民組
通了硬化路；高速公路、高鐵先後建成通
車，初步形成內聯外通的立體綜合交通網
絡；
　　——新增校舍150萬平方米，義務教育
階段貧困戶子女超10萬人，無一因貧失學輟
學；發放各類資助資金24.7億元，惠及學生
323.9萬餘人次；
　　——新建村衛生室181個，實現所有村全
覆蓋，並配齊了合格村醫；
　　——累計投入產業扶貧資金23億元，惠
及11萬餘戶建檔立卡貧困戶、55萬餘人。三
大支柱產業加快發展：馬鈴薯種植74萬畝、
生豬出欄102萬頭、蔬菜種植32萬畝；新發展
竹產業百萬畝；村級產業培育「雲筍」「雲
栗」「烏蒙雲蜜」等優質產品……

外輸內拓，穩崗就業保收入
　　「廠裡有沒有夫妻房？」「工資福利待
遇怎麼樣？」「小孩能不能就地讀書，五險
一金買不買？」……這是鎮雄縣駐廣東省東
莞市清溪鎮勞務輸出工作站站長張勇，走訪

企業最常問的問題。
　　37歲的張勇去年4月到清溪後，已走訪了
當地數百家企業，幫助山區群眾走出大山實
現就業。今年2月10日，工廠復工復產，他不
顧家人反對，連夜奔赴廣東。通過協調開設
綠色通道，一個多月裡累計「點對點」安置
鎮雄在東莞務工人員2532人。
　　鎮雄是勞動力大縣，務工總收入佔貧困
戶總收入的82.57%。最近幾年，鎮雄盯住未
脫貧戶和零就業家庭，全力組織轉移輸出。
　　今年疫情期間，鎮雄依託39個外出務工
流動黨組織以及在廣東、浙江、安徽等地組
建的5個勞務輸出工作站，對所有縣外務工人
員開展精準化管理服務。
　　「從無序輸出到有序輸出，從零散輸出
到集中輸出，從短期輸出到長期輸出，下一
步，鎮雄的重點是加大內拓和培訓，變體能
輸出為技能輸出。」鎮雄縣人社局局長王萬
輝說。走出去，可以務工掙錢；留下來，也
能在家門口就業。
　　位於以勒鎮廟埂村的中潤服裝加工扶貧
車間，成排的縫紉機嗒嗒作響。39歲的貧困
戶吳傳敏和丈夫陳章田每天走十分鐘就能到
廠裡上班。吳傳敏說：「孩子還小，外出務
工不方便，現在在村裡我們兩人每月有將近
7000元收入。」
　　扶貧車間負責人李俊早些年在浙江工
作，2018年通過招商引資回鄉創業，把4個扶
貧車間開到村裡，帶動537人就業，其中貧困
戶235人，月平均工資3000元左右。
　　今年以來，鎮雄外輸內拓，共轉移就業
勞動力66.61萬人。同時，開發護林員等公益
性崗位29000多個，全縣有勞動能力的貧困家
庭至少有一人就業，確保穩定增收，預計今
年人均收入超萬元。

訃  告
洪詩昌
(石獅后廳)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陳施秀良
(晉江永和錦石街)

逝世於十一月廿九日
現設靈於晉江市殯儀館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一日上午

陳其耀其燦丁母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本

會新聞主任陳其耀、理事其燦鄉賢暨寶珍、
婉珍、其緣賢昆玉令慈，亦即外交主任陳鴻
輝、鴻友、鴻藝鄉賢昆仲令祖慈—陳府施太
夫人諡秀良（晉江市永和鎮錦石街），於二
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時，壽終内
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寳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晉江市殯儀館靈堂。 擇訂十二
月一日上午出殯追思禮拜，火化於晉江市殯
儀館。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表達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 本會
工商主任陳其耀、理事其燦學長暨寶珍、婉
珍、其緣賢昆玉令慈，亦即秘書長陳鴻輝、

鴻友、鴻藝學長昆仲令祖慈—陳府施太夫人
諡秀良（晉江市永和鎮錦石街），於二零二
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時，壽終内寢，
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寳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晉江市殯儀館靈堂。擇訂十二月一
日上午出殯追思禮拜，火化於晉江市殯儀
館。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表達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教育基金會訊：本
會陳鴻輝董事令祖慈—陳府施太夫人諡秀良
（晉江市永和鎮錦石街），於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時，壽終内寢，享壽
八十有五高齡。寳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
靈於晉江市殯儀館靈堂。 擇訂十二月一日上
午出殯追思禮拜，火化於晉江市殯儀館。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表達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